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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戴明建 李拥军 记者刘大
泳）日前，黑龙江抚远段江面出现冰排
流动，标志着黑龙江开启了一年一度的
冰封季节。今年入冬以来气温偏高，黑
龙江抚远段进入流冰期比去年晚2天，
随着气温的降低，黑龙江将在 11月下
旬停下奔腾的脚步进入半年的封冻期。

在开阔的江面上，大小不一的冰
排犹如一片片荷叶，相互簇拥，随波

涌动，缓缓前行。由于入冬以来气温
比往年偏高，今年的冰排面积小而
薄，轻薄的冰排失去了往年万马奔
腾、一泻千里的气势。在冬日暖阳的
照耀下，大小不一的冰排闪着点点星
光静静地流淌着，没有了冰排相互撞
击，整个江面异常平静。不久后，流
动的黑龙江将凝固成“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壮美画卷。

黑龙江抚远段进入流冰期

本报讯（郭峰 记者刘大泳）抚远市
海青镇坚持“三个结合”、提升“四种能
力”，全面打响能力作风建设攻坚战，着
力推动全镇工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坚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提升经
济发展能力。坚持重点项目建设同
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产业升级，
集聚发展动能。先后建设了海宏村
党建示范点，永发村、永富村万亩高
标准农田等重点项目，为海旺村进行
了村内道路硬化，为永安村、永发村
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与环境整治相结合，提升群
众工作能力。组织发动全镇党员干
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通过实施村庄
清洁“网格员包街包户”“保洁员分片

包干”“党员志愿者带头引领”等方
式，持续整治乱搭乱建、乱丢乱倒现
象，全面清理生产生活垃圾和柴草杂
物。实现了“小村庄”得到“大治理”，

“小生态”得到“大改观”。
坚持与文明创建相结合，提升文

明服务能力。建设了抗联文化主题
党建公园、旅游文化宣传绿植墙、通
江路文化走廊、江边海东青旅游标识
打卡地。积极开展“美丽乡村·文明
家园”建设，高标准打造海宏村美丽
乡村示范点，持续开展致富能手、十
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儿媳等评选
活动，树立身边榜样，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传递新时代文明风尚，推
动乡村文化繁荣振兴。

抚远市海青镇
“三个结合”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刘浩歌 王勇鹏 记者
刘大泳）为深入推进机关“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取得实效，进一步检验
机关干部学习成果，不断提升干部
理论及业务水平，抚远市对全市机
关干部进行了能力提升测试。

抚远市从 10 个乡镇、63 家单位
的干部队伍中随机抽取 142 名干部
参加闭卷考试。测试内容涵盖机关
能力作风建设应知应会、党的二十

大精神、冰雪经济、生物经济等知
识。参考人员遵守考场纪律，独立
思考，认真答题，展示了良好的学
风、考风。

通过测试，检验了抚远市机关
干部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业务知识
的掌握程度，也有效帮助机关干部
了解了自身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
提升机关干部的业务能力和履职水
平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业务能力强不强 理论测试见真章

□许亚楠 张丹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在抚远市东极鱼市小有名气的网红张云浩，近来
直播间特别的火，只见他一边回答网友提出的各种有
关冷水鱼等问题，一边接收订单。张云浩的爱人郭春
艳则按照订单地址，把新鲜的冷水鱼进行包装，然后
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抚远市东极鱼市里的 40多
家淡水鱼销售店，家家每天从清晨开始就进入忙碌状
态，把各种淡水鱼发给全国各地的购买者。

绿色发展 保护珍贵鱼种

抚远地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全
市水域面积辽阔，有大小河流 56条，湖泡 700多个，鱼
类资源异常丰富，自然环境生长的淡水鱼种类和产量
居全国之最，共有 21 科 105 种淡水鱼，盛产“三花五
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被盛誉为“中国淡水鱼
都”“中国大马哈鱼之乡”“中国鲟鳇鱼之乡”。

近年来，抚远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按照“加强资
源保护，积极放流涵养繁殖，科学合理经营利用”的原
则，制定了宏微观兼顾、远近期结合的战略性与经营管
理性相统一的渔业资源保护发展规划，不断释放渔业
资源潜能，逐步探索出一条渔业产业绿色发展之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抚远告别“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粗放式的传统捕捞模式，由原来的“只捕不养”
逐步转变为“涵养+捕养”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于
1988年建立大马哈鱼人工繁育放流站，人工繁育大马
哈鱼苗，放流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涵养渔业资源，增
加两江渔业种群数量，保护生态环境。1998年又成立
鲟鳇鱼繁育养殖基地，开展鲟鳇鱼人工繁育孵化工作
和人工增殖放流工作。34年来，累计向黑龙江、乌苏
里江放流大马哈鱼苗 4200多万尾、鲟鳇鱼苗 2400多
万尾，有效地保护了鲟鳇鱼等世界濒危物种。

深挖潜力 发展渔业经济

抚远市保护和涵养渔业资源过程中，注重发挥科
技的力量。作为全国第一个研究大马哈鱼人工繁育
放流的城市，从 1992年开始，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开展人工繁育工作，
不仅解决了国内冷水鱼鱼卵孵化过程中出现水霉病
防治问题，而且使受精卵的成活率由原来的 82%提升
到 98%，并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鲟鳇鱼养殖新品种，这也是世界上首个鲟鳇鱼养殖新
品种。在保护鱼种的同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让

“水中活化石”游出了绝迹危机。
走进抚远市鱼产品销售商店，一盒盒包装精美的熏鳌花鱼、鱼子

酱、风味鱼柳、鱼肉、鱼筋、鱼罐头等产品，琳琅满目。这是抚远市深挖
渔业潜力，做大渔业品牌，大力发展精品渔业和特色渔业的结果。

抚远市顺势而为，因地制宜，将已有百年历史的抚远鱼市，就地升
级改造建起了“东极鱼市”。50多名主播在东极鱼市上通过直播宣传
抚远的淡水鱼资源，销售鲜鱼、鱼制品，年销售额达 500多万元。借鱼
扬名，抚远市的渔业经济“游”向了新天地。一批以鱼品深加工为主的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注册的企业达到 100家左右。

释放潜能 做长产业链条

抚远市还将渔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
我特、人特我优的发展之路。建成黑龙江唯一的淡水鱼博物馆，馆内收
藏展示黑龙江水系特产的史氏鲟鱼、达氏鳇鱼、中国大马哈鱼、乌苏里
白鲑、“三花五罗”以及极其珍贵和少见的鱤条、梭鲈等重要经济鱼的标
本 80多个，展馆开放以来，每日接待游客 1000多人，成为抚远市一个特
色旅游景点。

抚远市坚持以“两山”理念为引领，以释放渔业潜能为导向，以满足
人民对优质水产品和优美水域生态环境的需求为目标，努力把优势做
大、特色做强、链条做长，不断推进现代渔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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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
合作社理事长袁胜海特别繁忙，他每
天忙着带领社员通过学习会、微信群
分享等形式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忙
着调动合作社里的大型农机具为社员
进行秋整地，忙着把水稻等原粮进行
深加工……

袁胜海说：“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撸起袖子办好合作社，合作社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从当年的传统种植，到

现在采用大型的先进设备，优良的品种
和先进的管理方式，稻米产量和品质大
幅度提高，已经晋级为黑龙江省示范
社，创新的寒地水稻双氧快速浸种催芽
技术获得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三
等奖，我自己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今后我要
带领社员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借助科
技的力量增收致富，把合作社的土地全
面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把我们的黑土

地保护好，争取把合作社建成国家示范
社，带领更多的农民加入种业振兴行动
中。”

据了解，今年抚远市玖成水稻种
植合作社种植的水稻喜获丰收，深圳、
南宁等地客商已经预定大米 20 多万
吨，目前合作社正在加紧加工生产，争
取尽快交付给客商，也让社员手中的
粮食及早变现。今年预计社员户均增
收 5000多元。

兴边富民兴边富民
拓宽向北开放新路径拓宽向北开放新路径

抚远

□钰焱 陈雷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抚远市把学习宣传好、贯彻
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坚持学原文、悟原理，采取
多种方式推动学习宣传工作往实里做、往深里走，迅速兴
起学习宣传的热潮，确保大会精神在抚远市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抚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全市
率先进行集中学习和讨论交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高
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我们边疆地区精
准对接国家战略部署，实现县域经济
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抚远市委书记何大海表示，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看到了县域经济发
展的美好未来。今后，要充分发挥边
疆地区转身就是开放前沿的优势，深
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抚
远新篇章，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贡献边疆力量。

抚远市委副书记、市长范继涛表
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抚远市是全国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发展旅游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立足于把绿水青
山、冰天雪地的‘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价值，充分发挥边境、冰雪、生态、人文
优势，挖掘华夏东极、淡水渔都、两江双
城、两国一岛等独特旅游资源，大力发展
边境游、界江游、民俗游、冰雪游、生态
游、跨国游，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

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上深度融合。”

日前，中共抚远市第三届委员会召
开第二次全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委、佳
木斯市委要求上来，坚决扛起新时代新
征程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
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推进民主法制
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增进民
生福祉、推进生态文明、完善安全和治
理体系、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把抚远打
造成为中国向北开放新前沿，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抚远。

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全面传达

带领更多农民科技致富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抚远市
省级非遗传承人赫哲族群众王桂荣
表示，在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后，
她更加自信了，也希望用自己的自
强，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一份力量。

这几天，抚远市鲑鱼放流站进入
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人工繁育
大马哈鱼苗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作为一名

水产工作者，我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
非常有意义，能为国家做贡献，我也
深感责任重大。”抚远市鲑鱼放流站
站长朱翥表示，今后要带领水产科研
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时间，加大人工
繁育大马哈鱼苗、鲟鳇鱼苗等名优特
鱼的力度，增加向黑龙江、乌苏里江
放流鱼苗的数量和质量，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今年是抚远市连续开展人工孵化
大马哈鱼鱼苗的第 24 个年头，已累计
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大马哈鱼苗
3000 多万尾。现在，朱翥正带领工作

人员为大马哈鱼进行人工催产，他们
对取出的鱼卵开展人工授精等科研工
作，再将一颗颗受精卵小心翼翼地送
进孵化箱，几个月后，这些晶莹剔透的
鱼卵就会变成一条条游弋灵动的小鱼
苗。今年抚远市计划繁育大马哈鱼苗
100万尾，比上年多繁育 28万尾。

待到明年江河解冻、春暖花开之
际，这 100 万尾大马哈鱼苗就会跃入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为涵养渔业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新成员，为推动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贡献“抚远力量”。

这段时间，抚远市海关的广大党员
干部每天都集中到一起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大决策部
署，深入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前瞻性研
究，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对外开放工
作的思路举措和目标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
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
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
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

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这为我们海关部门精
准对接国家战略部署，更好地服务地
方，提供了行动指南。”抚远市海关关长
张云贵表示：“要为抚远市高标准规划
建设黑瞎子岛中俄国际合作示范区，推
进自贸区创新发展，构建全方位对外开
放新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抚远市海关还与商务和口岸局、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海事处、税务局等单
位通过联合举办“学习二十大礼赞新时
代”诗歌朗诵会、学习分享会等形式，广

泛凝聚党员干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共识和力量。

随着佳宇托 293 满载货物从俄罗
斯哈巴罗夫斯克口岸驶回抚远莽吉塔
港，标志着抚远口岸明水期货运工作圆
满结束。今年，抚远口岸进出口贸易额
预计达到 13.87 亿元，预计同比增长
24%。为了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
水平，抚远市积极招商引资，吸引福建
省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上瑞
集团等企业与抚远市签订合作协议，到
抚远市投资兴业。

推进自贸区创新发展深入研究深入研究

贡献“抚远力量”文化与生态保护文化与生态保护

抚远口岸莽吉塔港。

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组织大型农机具收割丰收的水稻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组织大型农机具收割丰收的水稻。。本文图片均由抚远市委宣传部提供本文图片均由抚远市委宣传部提供

抚远市乌苏大桥抚远市乌苏大桥。。

抚远渔民收获大马哈鱼抚远渔民收获大马哈鱼。。

抚远市东极广场抚远市东极广场。。

抚远海关青年代表交流分享学习党抚远海关青年代表交流分享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

夕阳下夕阳下，，进入流冰期的黑龙江抚远段进入流冰期的黑龙江抚远段。。
戴明建戴明建 李拥军李拥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大泳刘大泳摄摄


